
 

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
         

 

2013 年全国健美操联赛竞赛规程 

 

 

一、时间和地点 

5 月 26 日-30 日 山东 

6 月 11 日-15 日 浙江 

8 月 9 日-13 日  广东 

9 月 21 日-25 日 上海 

二、参赛条件 

（一）参赛单位、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须在 2013

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进行常规备案； 

（二）现场执裁的裁判员须有 2013-2016 周期裁判员执

裁资格证，由参赛单位提名，中国健美操协会确定。 

（三）高级裁判组和难度裁判须有 2013-2016 周期裁判

员国际执裁资格证，由中国健美操协会提名并确定。 

三、竞赛项目与分组（参见附录 1） 

根据国际体联《2013-2016 年健美操评分规则》规定，

比赛分男子单人操、女子单人操、混合双人操、三人操、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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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操、有氧舞蹈、有氧踏板七个项目。其中男子单人操、女

子单人操、混合双人操、三人操、五人操为竞技类项目，有

氧舞蹈、有氧踏板为有氧类项目。 

竞技类项目按年龄分为成年组、年龄二组、年龄一组和

预备组，各年龄组再按运动水平分为精英组和新人组；有氧

类项目只按照年龄分组比赛。 

（一）竞技类项目 

1、竞赛项目：男子单人操、女子单人操、混合双人操、

三人操、五人操； 

2、竞赛分组： 

1）成年组(18 岁以上含 18 岁)： 

精英组：已达到一级以上的运动员； 

新人组：未达到一级的运动员。 

2）年龄二组(15—17 岁) ： 

精英组：已达到二级的运动员； 

新人组：未达到二级的运动员。 

3）年龄一组(12—14 岁)： 

精英组：已达到三级的运动员； 

新人组：未达到三级的运动员。 

4）预备组(9—11 岁)： 

精英组：已达到三级的运动员； 

新人组：未达到三级的运动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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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氧类项目 

1、竞赛项目：有氧舞蹈（7-8 人）、有氧踏板（7-8 人）； 

2、竞赛分组：成年组(18 岁以上含 18 岁)、年龄二组(15

—17 岁)、年龄一组(12—14 岁)、预备组(9—11 岁) 。 

四、参赛办法 

（一）参赛内容 

1、自选套路： 

各年龄组别的精英组和成年组别的新人组的比赛内容

由各参赛单位按国际体联《2013-2016 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

则》创编自选套路; 

2、规定套路： 

年龄二组、年龄一组、预备组新人组的比赛内容采用中

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《2009年--2012 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》

的成套规定动作。 

（二）参赛资格 

1、备案：参赛运动员、教练员和执裁裁判员须持有中

国健美操协会 2013 年度有效备案卡；  

2、年龄组：以运动员有效身份证的出生年为准，确认

运动员参赛的年龄组别； 

3、级别确定：参加各年龄组别精英组的运动员，以中

国健美操协会公布的 2012 年度参赛成绩确认运动员所达到

的运动水平； 未达到相应水平的运动员和 2012 年度未参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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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运动员则只能参加相应年龄组别的新人组比赛。 

（三）参赛限制 

1、每个运动队（员）可以参加同一组别竞技类、有氧

类的比赛，但每个类别最多只能参加两个单项的比赛； 

2、每个参赛队每个单项最多可录取两组或两名运动员

参加决赛； 

3、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队（员），一经发现取消

比赛成绩并给予相应处理。 

（四）出场顺序 

1、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，预、决赛出场顺序在截止

报名后一周内由竞委会抽签决定； 

2、预、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 5 个成套，竞

委会有权做出相应调整，（调整原则为不损害其他队利益为

准）。 

（五）申诉 

比赛只接受难度分申诉，申诉必须在本套动作的分数公

布显示后 4分钟内，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

出。 

五、报名 

（一）参赛运动队（员）根据竞赛项目和分组进行报名，

各单项参赛运动队（员）数量不限； 

（二）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队（员）必须在赛前二十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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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报名，逾期不予补报； 

（三）参赛运动队（员）人数在 10 人以下的可报领队、

教练各 1名、裁判员 1名；11 人以上的可报领队 1名、教练

2名、裁判员 2名； 

（四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（员）报名时，须提交参

赛音乐（注明参赛单位、组别、项目、运动员姓名）。 

六、录取名次和奖励 

（一）录取名次 

1、各单项录取前八名进入决赛，预赛不足八名时，减

一名录取； 

2、决赛得分相同名次并列，下一名次轮空。  

（二）奖励 

1、单项奖：各组别参加决赛的运动队（员）颁发获奖

证书； 

2、特别奖（参见附录 2）： 

1）从各年龄组别的精英组单项冠军中，评选最佳创意、

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各一名，颁发证书和奖杯； 

2）从各年龄组别的新人组单项冠军中，评选最佳完成、

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各一名，颁发证书和奖杯。 

七、裁判团（高级裁判组和裁判组） 

（一）高级裁判组和难度裁判由中国健美操协会指定，

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国际体联《2013--2016 年竞技健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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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评分规则》； 

（二）裁判组成员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

2013-2016 周期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，并持有中国健美操

协会 2013 年度有效备案卡。由参赛单位提名并经中国健美

操协会确定，每单位限报 2人；赛区执裁裁判员的工作由高

级裁判组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安排； 

（三）未提名裁判员参赛的代表队，根据参赛运动员人

数向竞委会缴纳裁判员管理费（10 名以下 1000 元，11 名以

上 2000 元），否则禁止该运动员参赛； 

（四）全体裁判团成员须携带裁判服和裁判资格证参加

裁判工作，比赛评估合格者视为一次裁判资格经历。 

八、报到 
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需按通知规定的时间、地点报到； 

（二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（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员）； 

（三）报到注意事项参见参赛通知。 

九、经费 

（一）各参赛队管理费、保险费、差旅费、参赛食宿费

自理，食宿费标准以参赛通知为准； 

（二）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运动员参赛管理费 200 元/

人，报名确认后参赛管理费不予退还； 

（三）高级裁判组、技术监督组成员费用由大会负担；

裁判组成员费用自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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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

（一）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

救援和保障机构，包括财政、公安、消防、交通、卫生、气

象、通讯、供水、供电等； 

（二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

责，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； 

（三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

话，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。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

援人员进行培训； 

（四）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，重要信

息要及时报告。 

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、中国

健美操协会。 

 

附录：1. 2013 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各组别、各单项与参赛 

项目 

2. 2013 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

 

 

体育总局体操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4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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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： 

2013 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各组别、各单项与参赛项目 

组别/单项 

男子

单人

操 

女子

单人

操 

混合

双人

操 

三人

操 

五人

操 

有氧

舞蹈 

有氧

踏板

成年组 

（18 岁以上） 

精英组       
   

新人组       

年龄二组 

（15-17 岁） 

精英组       
   

新人组       

年龄一组 

（12-14 岁） 

精英组       
   

新人组       

预备组 

（9-11 岁） 

精英组       
   

新人组       

 

附录 2： 

2013 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

组 别 自选动作奖项设置 

成年组 

（18 岁以上） 

精英组 最佳创意、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

新人组 最佳完成、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

年龄二组 

（15-17 岁） 

精英组 最佳创意、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

新人组 最佳完成、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

年龄一组 

（12-14 岁） 

精英组 最佳创意、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

新人组 最佳完成、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

预备组 

（9-11 岁） 

精英组 最佳创意、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

新人组 最佳完成、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

 


